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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1-022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股权登记日的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冀东水泥 股票代码 0004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建防（代） 沈伟斌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36 号环球贸易

中心 A 座 22 层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

心 A 座 22 层 

传真 010-58256630 010-58256630 

电话 010-59512082 010-59512082 

电子信箱 zqb@jdsn.com.cn zqb@jds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水泥行业的发展阶段  

水泥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水泥是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原材料，广泛应用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城

市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新农村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的建设。同时，由于水泥具有原材料分布广泛、工程使用效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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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等特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水泥仍将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建筑材料。我国水泥工业先后经历了初期创建、早期发展、

衰落停滞、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阶段。目前行业已步入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阶段，行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

除无效低效供给，促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近几年，随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进入攻坚阶段，错峰生产成为主要抓手，行业

自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供需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水泥行业的发展保持相对稳定。 

2.水泥行业的周期特点 

水泥行业发展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周期性发展规律明显。此外，水

泥行业呈现一定的季节性波动，北方冬季、南方雨季因施工减少为淡季；受运输半径影响，水泥行业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公司及子公司主要位于北方地区，受环保政策及错峰生产的影响，停产或限产成为新常态。  

3.公司主要业务及行业地位  

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业务为生产和销售水泥熟料、各类硅酸盐水泥和与水泥相关的建材产品，同时涵盖砂石骨料、环保、

矿粉、外加剂等产业（业务）。 

公司是国家重点支持水泥结构调整的 12 家大型水泥企业集团之一、中国北方最大的水泥生产厂商。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

年熟料产能达到 1.17 亿吨，水泥产能达到 1.7 亿吨，市场覆盖河北、北京、天津、陕西、山西、内蒙古、吉林、重庆、河南

等 1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司在北方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及市场竞争优势明显，水泥产能位列国内水泥制

造企业第三名。 

4.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以“盾石”、“BBMG”和“金隅”牌硅酸盐水泥为主导产品，其中包括：中标、英标、美标等通用硅酸盐水泥，道路、

核电、油井、博格板超早强等专用水泥，中热/低热、抗硫酸盐等特种水泥，三个系列几十个品种，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

水电大坝、核电站、铁路、机场和高层建筑等各类建筑工程。“盾石”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BBMG”、“金隅”商标

享有较高的声誉。 

5.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根据子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及业务特点，建立区域考核单元，采取以总部为投资中心和战略管控中心、考核单元为利

润中心、各子公司为成本中心的运营管控模式；根据水泥产品的销售特点，建立区域营销公司，根据销售对象的不同，建立

了以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营销体系；公司根据规模采购优势结合资源区位分布的特点，大宗原燃材料采用集招集采和集招分

采相结合的采购方式；公司资金集中管控。 

6.业绩变动因素 

2020 年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水泥、熟料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主动作为，进一步提升管理效能，积

极推进生产企业“培优”，运营质量持续提升；持续加强成本及费用管控，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及费用同比下降；强化战略营销

的实施，市场基础进一步夯实，结构进一步优化，水泥、熟料销量同比提升。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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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5,479,631,343.47 34,507,031,964.78 2.82% 31,448,126,75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0,010,849.51 2,700,587,822.51 5.53% 1,903,675,57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73,044,404.54 2,613,689,592.17 6.10% 1,194,817,79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8,180,124.59 8,219,097,476.16 6.19% 7,782,122,35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64 1.853 5.99% 1.4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48 1.853 5.13% 1.4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1% 16.50% 下降 0.19%个百分点 10.70%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总资产 58,947,299,370.17 60,733,495,715.06 -2.94% 72,207,521,96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11,014,572.23 15,351,130,195.38 15.37% 17,771,318,179.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099,743,882.17 11,153,302,073.61 10,901,405,979.63 10,325,179,40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972,698.29 1,281,596,871.22 1,093,702,213.18 755,684,46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699,758.61 1,261,447,802.34 1,063,823,642.12 744,472,71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308,143.19 4,207,856,169.02 2,982,092,384.95 1,792,539,713.8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0,53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9,59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404,256,87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00% 94,326,50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

组合 
其他 2.69% 36,303,89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75% 23,51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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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敏 境内自然人 1.67% 22,48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3% 21,898,000    

中国银行－易方达稳

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6% 15,624,576    

许育金 境内自然人 0.97% 13,009,69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零零三组合 
其他 0.58% 7,875,47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

零七组合 
其他 0.50% 6,747,9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为金隅集团的控股子公司，金隅集团与第一大股东为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董敏持有的 22,480,000 股股份均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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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 

11 冀东 02 112067 2012 年 03 月 20 日  2020 年 03 月 20 日  0 5.58%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

司债券（品种三） 

12 冀东 03 112115 2012 年 10 月 15 日  2022 年 10 月 15 日  80,000 6.00%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7 冀东 01 114185 2017 年 06 月 30 日  2020 年 06 月 30 日  0 4.75%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冀东 01 114446 2019 年 03 月 19 日  2024 年 03 月 19 日  120,000 4.97%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9 冀东 02 114592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24 年 10 月 28 日  150,000 4.20%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一）定期跟踪评级 

2020年5月9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确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12冀东03”公司债信用

等级为“AAA”。  

本次评级与上一次评级结果一致。  

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评级报告。 

（二）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进行评级 

2020年4月22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就公司主体及拟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综合分析及评估，确定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公司拟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本次对公司主体的评级与2019年度、2020年度其他评级报告不存在评级差异。  

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11月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评级报告。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5.46% 52.52% 下降 7.06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40.28% 33.59% 上升 6.6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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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保障倍数 7.92 5.93 33.56%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积极应对严峻复杂的市场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经营业绩同比上升，运营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推动营销转型升级，巩固市场优势。面对年初疫情给市场营销带来的巨大困难，公司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调

整完善营销管理机制，突出销售渠道建设优势，提升核心及重点区域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地位，全年水泥及熟料销量逆势上扬，

同比增长11.33%，创历史新高。 

2.夯实基础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深化“培优”工作，围绕矿山数字化、装备智能化、工艺绿色化、产品高端化等

方面持续攻坚，打造实力均衡、单项突出的“灯塔式工厂”；进一步巩固“平安、绿色、创新、智慧、效益”五型工厂的成果；

公司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持续加强成本及费用管控，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及费用同比下降，运营管控水平持续提升。 

3.优化战略采购，降低采购成本。公司通过加强与煤炭企业的谈判、提高煤炭直采比例及加强煤炭运输管控，煤炭的

采购成本及运输成本同比降幅较大；与备件辅材企业建立战略合作，扩大集采规模，降低了备件辅材的采购成本；扩大直购

电范围，有效降低成本费用｡ 

4.推进战略布局，增强发展动力。公司围绕京津冀核心区域，积极推动产能置换、整合工作；稳步推进矿山扩储工作、

完善骨料产业链配套、积极开展绿色矿山和智能工厂建设工作；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升级和项目建设，截至2020年底，建成35

个危废固废处置项目，危废固废处置能力达273万吨/年。 

报告期内，公司水泥及熟料综合销量10,733万吨，同比增长11.33%；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4.80亿元，同比增长2.8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50亿元，同比增长5.53%。 

2021年，公司将继续优化市场结构、精准施策，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升级服务模式，提升客户价值，形成全员服务

市场机制；加大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加强精益管理，进一步推进“培优”工作升级，扩大“五型工厂”创建成果，培育壮大管理

和成本优势；加大矿山资源掌控力度、加快骨料基地建设、加强矿山开采恢复治理、做好战略资源储备、推进产能置换和新

生产线建设工作，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向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专业化大型水泥企业集团”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泥 27,738,137,422.07 18,202,289,940.33 34.38% 2.22% 6.37% 下降 2.56 个百分点 

熟料 3,065,642,286.80 2,106,748,060.82 31.28% -4.89% -1.98% 下降 2.04 个百分点 

危废固废处置 1,755,673,597.84 935,234,447.79 46.73% 10.50% 12.02% 下降 0.73 个百分点 

骨料 938,637,390.15 527,149,437.31 43.84% 26.12% 28.85% 下降 1.1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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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981,540,646.61 1,285,127,682.95 35.15% 9.22% 6.21% 下降 1.57 个百分点 

合计 35,479,631,343.47 23,056,549,569.20 35.01% 2.82% 6.18% 下降 2.05 个百分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冀东水泥共有109家子公司，其中48家二级子公司；另有4家合营公司、5家联营公司。与上年50家二级子公司相比，本年合

并范围二级子公司减少2家公司。详见下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变化情况 

1 唐县冀东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 

2 唐山冀东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注销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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